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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我们来晚了！不要一分钱，来电送到家！

冬虫夏草含片免费发放
最后3天，送完即止，免费领取电话：400-717-6688

冬虫夏草，是一种传统的名贵滋补中药材，
被称为“百药之王”！《本草纲目》《黄帝内经》明
确记载：具有强身健体之功效。冬虫夏草更被
药王孙思邈盛赞为阴阳双补回春之圣物。

中老年人一身多病，慢性病缠身生活质量
差，治疗费用大……为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
延长寿命，由华德冬虫夏草研究所，在全国范
围内免费发放冬虫夏草活动已火爆展开。本
次发放的是国家批准的正规蓝帽、不添加任
何辅料的冬虫夏草含片，不收取任何费用，来
电报名即可！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为了让更多
患者体验，吃冬虫夏草治病养生，活动有以下要
求：一、必须是真正有需求，为了改善体质的中
老年人群；二、身患多病、病程较长复杂的人群

可优先领取；三、60岁以上老年人可优先领取；
四、每个家庭仅限一份。

吃正规冬虫夏草 对10种病有好处
1、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患者；2、糖尿病及

并发症患者；3、失眠健忘、疲乏无力、亚健康患
者；4、男性肾虚、精力体力差的患者；5、慢性肝
病、脂肪肝、酒精肝的患者；6、患癌症、肿瘤的患
者；7、风湿骨病、腰腿疼痛的患者；8、便秘、肠胃
病的患者；9、免疫力差、手术后恢复缓慢的患
者；10、哮喘、肺病、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病的患者。

郑重声明：绝不收取税费、快递费等任何费
用！时间有限，早到早得！

400-717-6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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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免费
领取电话

每天前50名定购者，还可免费获赠央行发行
的鸡年纪念币一枚，生肖纪念币一直深受收藏
者追捧，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

限时抢购
央行第四套人民币同号钞

1元

全国统一定购，免费配送，货到验收后付款

定购热线：400-136-0011
特大喜讯

全国人民都知道，人民币只要一退市，身价

必定暴涨，第一套人民币已涨至500多万，第二

套人民币市价高达40多万，第三套人民币和纸

分币的退市，也同样催生了一大批富翁。因此，

每当有人民币将要退市时，必定引发全国抢购

热潮。

买5套第三套人民币，14年净
赚30多万

第三套人民币于2000年7月1日正式停止

流通，在此之前，精明的张先生不顾家人的强烈

反对，以每套2100元的价格一次购买了五套，14
年后第三套人民币市价已高达每套70000元，5
套总价值35万元，净赚了33万多元。

买1万元纸分币，9年更狂赚
40多万

5 分、2 分、1 分纸币于 2007 年 4 月 1 日正

式停止流通，在消息公布的前几天，错过了第

三套人民币的金老一口气买了10000块钱，当

时的价格是每套 1毛 2左右，截止目前，全套

分币的价格已涨至5.5元，升值46倍左右，9年

时间，1万块钱狂赚了40多万。

今后二三十年内，只有第四套
人民币这一次机会

新中国成立至今，共发行五套人民币，第

一、二、三套均已退市，第五套正在流通，只有

第四套人民币正处于退市前的“黄金时机”，

第四套人民币于 1987年 4月 27日发行，1999
年起停止发行并开始回收，截止目前，回收时

间已长达 17年，随时可能退市，一旦错过，恐

怕要再等上二三十年。

纪念第四套人民币发行30周
年，第二套加1元限时抢购

至今第四套人民币已经流通30周年，只要

正式宣布停止流通，价值将成倍暴涨。为真正

实现藏富于民，特推出1元限时抢购的巨惠活

动。第四套人民币同号钞包含 100元、50元、

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纸币各 1
枚，所有纸币后4位同号，枚枚全新品相，全国

统一首发价每套1598元，自即日起，只需要多

加 1 块钱就可一次购买 2 套，平均每套仅 700
多元，超值划算，由于定购客户非常多，特别再

申请了 100套特价配额，活动结束后，每套价

格一律以统一发行价1598元为准，数量有限，

先定先得。

加

不可否认，琼瑶的心声乃是对世
俗观念的挑战。浙江大学医学院附
属第一医院重症监护室（ICU）主任医
师方强也读了琼瑶这则长文，在她看
来，“琼瑶阿姨”的观点虽值得提倡，

“但由于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缺乏
对死亡的教育，所以，在目前的医疗
环境下，执行起来是有一定难度的”。

方强说，在我国，要实现“我的生
命我做主”是有些困难的。一方面，
出于对死亡的恐惧，不是所有人都能
理解死亡是一件必然的事情，大部分
人都希望被抢救，被救活。另一方
面，在患者家属没有医学背景的情况
下，大部分人会选择听医生的。此
时，医生能够精准判断患者有没有抢
救的价值这点很重要，但每个医生的
治疗水平参差不齐，临床也没有明确
的指南。此外，我国关于“安乐死”

“尊严死”，没有相关的法案。
浙江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医

师张美齐表示，虽然临终关怀、舒缓
治疗等概念近年已被越来越多医生
和家属所接受，但临床上遇到琼瑶这
样的患者，光有患者自己的意愿是不
够的，还需要所有直系亲属都在场，
并签字的情况下，医生才会遵照患者
的意愿，让他（她）没有痛苦地离世。

而在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高级
合伙人祝双夏律师看来，琼瑶能够写

这封信，与 2017 年 1 月 6 日台湾“立
法”通过的《病人自主权利法》不无关
联。该法规定，发生永久植物人、极
重度失智等五种状况的患者，经医疗
评估确认病情无法恢复，医师可依病
人预立意愿，终止、撤除、不进行维持
生命的治疗或灌食。祝双夏说，像琼
瑶这样预立医疗决定与立遗嘱是不同
的，订立预立医疗决定是行使“善终
权”的一个必要环节，即便其本身符合
法定要件，也并不等于直接发生法律
效果，还需要等其他程序符合后，才
可以达成最后自主选择医疗的结果。

在大陆，立法中虽然明确了对患
者“知情同意权”的保护，但目前未有
立法来规定类似“善终权”的权利。
祝双夏认为，琼瑶的公开信将个人意
愿推上了一个高度，不管是在立法过
程中，还是司法实践中，对个人原本
真实意愿的探寻也成为一个不可或
缺的环节。

事实上，舆论对琼瑶“预约告别”
的方式同样赞誉有加。有评论称，79
岁的琼瑶才是“新女性”，“年轻的时候
贡献了爱情剧，年老了贡献了生死
观”。正如琼瑶在信中所言，“我曾说
过，生时愿如火花，燃烧到生命最后一
刻。死时愿如雪花，飘然落地，化为尘
土！”或许，她已经告诉了所有人她最期
待的谢幕方式，就是这般如花浪漫吧。

如雪花落地：这个预约告别“很琼瑶”
因言情小说影响甚广的著名作家琼瑶，和很多

老年朋友是同龄人。今年79岁的她近日突然公开了
一封写给儿子和儿媳的信，交代自己的身后事，认为
万一到了该离开之际，希望不会因为后辈的不舍，而

让自己的躯壳被勉强留住而受折磨，也借此叮
咛儿子儿媳别被生死的迷思给困惑住。与其
说这是琼瑶提前写好的一份“遗言”，倒不如说
这是为新时代生死观代言的公开信。（摘编自

《都市快报》《深圳晚报》《南方都市报》）

晚年的琼瑶似乎已经淡出人们的
视野很久了，她上一次引起媒体注意
还是2014年因为控告国产电视剧《宫
锁连城》抄袭自己的《梅花烙》，打了一
场轰轰烈烈的官司。她的新浪微博更
新则停留在2013年8月4日，是为了
宣传《花非花雾非雾》。其实，这些年
琼瑶仍在坚持创作。今年3月12日，
琼 瑶 突 然 现 身 知 名 社 交 网 站
Facebook（“脸书”），发布了写给儿子
和儿媳的一篇长文，开头写道：“这是
我第一次在脸书上写下我的心声，却
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封信。”

在这封题为《预约自己的美好告
别》的信中，琼瑶说，明年她将迈入80
岁，自己没因战乱、意外、病痛等原因离
开，一切都是上苍给的恩宠，“所以，从
此以后，我会笑看死亡”。琼瑶在信中
特别发出5点声明，叮咛儿子，无论她
将来生什么重病，都不动大手术、不送

加护病房、绝不能插鼻胃管，各种急救
措施也不需要，只要让她没痛苦地死去
就好。同时，琼瑶还叮嘱，她的身后事
无须用任何方式悼念，火化后采花葬方
式，不发讣文、不公祭、不开追悼会，更
不设灵堂，不要出殡，盼一切从简。

很多网友担心琼瑶此次发文是因
身体原因，但其儿媳何秀琼告诉媒体，
琼瑶仍很健康，“为了锻炼身体，每天还
要走上万步的路”，还计划与孙女合作
出版一部小说，只有公公平鑫涛的身体
目前不是太好。据公开报道，平鑫涛
已经 90 岁高龄，他与琼瑶从 1963 年
认识到现在，已经相伴了半个多世纪，
也曾是许多琼瑶言情剧的制片人。何
秀琼说，其实婆婆此前便就身后事与
家人商量过这样的决定，至于突然写
这样的长信，是“因为国人对死亡的观
念比较重，所以她决定把这件事公开讲
出，以免到时儿女受到舆论指责”。

儿媳透露琼瑶写信原委

琼瑶的公开信在网络流传开来，毫
无意外地引发热议。尤其是她对弥留
之际的医疗选择，更是引发网友针锋相
对的讨论，不少人认为放弃治疗是选择
有尊严的死，但也有很多人表示在病重
时拒绝医疗介入，是对生命的不尊重。

对于这一话题，浙江杭州市第二社
会福利院的老人也有话说。这里住着
400多位老人，大多是80岁以上高龄
老人。3月13日，有媒体记者随机采
访了10位老人，其中有4位说不要过
度抢救，1位说不想抢救，3位认为要
抢救，还有2位表示没想清楚。

“万一哪天要走了，还是不要太
麻烦孩子们！”83岁的王女士说，要是
哪天要离开了，她也希望走得快一
些，过度的抢救只会给孩子们添麻
烦，给自己添痛苦。和她同住一屋的
陈女士今年81岁，老伴3年前走了。
她说，老伴走之前，家人接到医院电
话说老头不行了，等赶到医院时老伴
已经插满管子和仪器，医生解释因为
情况紧急来不及等家属回复只好先
抢救，一开始子女们不理解，因为之

前跟医院交代过不要让老人痛苦。
“但我理解医生，他们也是想让他多
留一口气，让我们把他带回家！”陈女
士说，以后如果自己也碰到这样的情
况，希望通过抢救延长自己的生命，
让子女们还能再见她一面。

事实上，即便不少老人在生前也
有过和琼瑶类似的想法，但现实中未
必就能如愿。当天去福利院看望母
亲的范女士今年50多岁，她说，老人
可能有自己的想法，但作为子女肯定
不希望老人们离开，哪怕昏迷躺在床
上，只要一口气还在，就是对孩子们
的一种安慰。另一位去看望父亲的
陈先生表示，万一父亲病重，肯定要
不惜一切代价治疗，“毕竟现在的医
疗技术跟过去不能比了，抢救试试，
说不定人就能救过来了！哪怕家人
还能在一起过个几天也好。”他说，如
果父亲还有救回来的希望但子女不
救，肯定会后悔内疚。不过，也有两
位子女认为，是否抢救要看情况，比
如抢救的过程会让老人异常痛苦，他
们也会放弃。

现实中老人心愿常难与子女一致

琼瑶将个人意愿推上一个高度


